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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 散步 高跟鞋 半圓形 爬山 喜歡 窗戶 比賽 一串 尾巴 

味道 散步 高跟鞋 半圆形 爬山 喜欢 窗户 比赛 一串 尾巴 

wèi dào sàn bù gāo gēn xié 
bàn yuán 

xíng 
pá shān xǐ huān chuāng hù bǐ sài yí chuàn wěi ba 

鹹的 逛街 雨鞋 變成 簡單 魚蝦 鳥聲 蝸牛 泡泡 銜著 

咸的 逛街 雨鞋 变成 简单 鱼虾 鸟声 蜗牛 泡泡 衔着 

xián de guàng jiē yǔ xié biàn chéng jiǎn dān yú xiā niǎo shēng guā niú pào pào xián zhe 

紙船 神氣 長短針 螢火蟲 不停 草地 別人 烏龜 嘟嘴 比較 

纸船 神气 长短针 萤火虫 不停 草地 别人 乌龟 嘟嘴 比较 

zhǐ chuán shén qì 
cháng duǎn 

zhēn 
yíng huǒ 

chóng 
bù tíng cǎo dì  bié rén wū guī dū zuǐ bǐ j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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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出 心情 告訴 陪伴 發抖 星星 於是 動作 珍珠 跌跤 

掷出 心情 告诉 陪伴 发抖 星星 于是 动作 珍珠 跌跤 

zhí chū xīn qíng gào sù péi b  n fā dǒu xīng xing yú shì dòng zuò zhēn zhū dié jiāo 

飛盤 頑皮 時候 草叢 擦汗 耶誕老人 傳進來 走路 葡萄 迷路 

飞盘 顽皮 时候 草丛 擦汗 耶诞老人 传进来 走路 葡萄 迷路 

fēi pán wán pí shí hòu căo cóng c   hàn 
yé dàn lǎo 

rén 

chuán jìng 

lái 
Zǒu lù pú táo mí lù 

花布 撐著 時間 做工 努力 主意 讀書 快慢 玻璃珠 眼巴巴 

花布 撑着 时间 做工 努力 主意 读书 快慢 玻璃珠 眼巴巴 

huā bù chēng zhe shí jiān zuò gōng nǔ lì zhǔ yì dú shū Kuài màn bō lí zhū yǎn bā b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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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 穿鞋 鬧鐘 閃動 後退 躺在 濃濃的 壁虎 糖葫蘆 受傷 

 从前 穿鞋 闹钟 闪动 后退 躺在 浓浓的 壁虎 糖葫芦 受伤 

cóng qián chuān xié nào zhōng shǎn dòng hòu tuì tǎng zài 
nóng nóng 

de 
Bì hǔ Táng hú lú shòu shāng 

追上 開門 滴答 燈籠 山頂 被窩 蒼蠅 肥胖 音樂家 車站 

追上 开门 滴答 灯笼 山顶 被窝 苍蝇 肥胖 音乐家 车站 

zhuī shàng kāi mén dī dā dēng lóng shān dǐng bèi wō cāng yíng Féi pàng yīn yuè jiā  chē zhàn 

海邊 熱爐 身體 舞會 全身 悄悄話 黏在 服氣 湊熱鬧 翅膀 

海边 热炉 身体 舞会 全身 悄悄话 黏在 服气 凑热闹 翅膀 

hǎi biān rè lú shēn tǐ wǔ huì quán shēn 
qiǎo qiǎo 

huà 
nián zài fú qì còu rè nào chì b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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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 雪花 吃飯 螞蟻 繼續 蹲在 牆上 驕傲 鼓手 升高 

花园 雪花 吃饭 蚂蚁 继续 蹲在 墙上 骄傲 鼓手 升高 

huā yuán Xuě huā chī fàn mǎ yǐ jì xù dūn zài  
qiáng 

shàng 
jiāo ào gǔ shǒu shēng gāo 

轉彎 煙火花 跳舞 蝴蝶 終於 信封 進去 力氣 通通 地球 

转弯 烟火花 跳舞 蝴蝶 终于 信封 进去 力气 通通 地球 

zhuǎn wān 
yān huǒ 

huā 
tiào wǔ hú dié zhōng yú xìn fēng jìn qù lì qì tōng tōng dì qiú 

團團轉 爆米花 打球 蜻蜓 加拿大 春聯 發光 房子 籃球 中國 

团团转 爆米花 打球 蜻蜓 加拿大 春联 发光 房子 篮球 中国 

tuán tuán 

zhuàn 
bào mǐ huā dǎ qiú qīng tíng jiā ná dà chūn lián fā guāng fáng zi lán qiú Zhōng guó 

 


